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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党政工作 

➢ 学校举办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暨食品安全承诺书签订仪式 

➢ 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学期工作总结会 

➢ 后勤组织开展“不忘初心、永葆廉洁”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安全工作 

➢ 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 2019年中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 

➢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 各部门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网格化管理 

➢ 各部门网格化管理推进情况 

培训工作 

➢ 人力资源部开展员工社保管理工作培训 

饮食服务 

➢ 持续开展时令美食活动 

➢ 推进柳林校区各食堂燃气管道改造 

➢ 继续推进劳动课堂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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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管理 

➢ 切实做好公寓安生卫生管理及服务工作 

➢ 完成 18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1086 人的搬迁工作 

➢ 组织开展“崇劳爱寝、文明离校”等系列毕业主题教育活动 

➢ 完成经济与管理优秀大学生学术夏令营住宿服务工作 

➢ 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 

物业服务 

➢ 完成毕业生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 启用通博楼自习室预约系统 

➢ 做好锅炉低氮改造、空气源热泵改造和净水器、开水器采购前期

招标资料拟定工作 

➢ 顺利完成华榕二舍开荒保洁及绿化美化、外围环境整治工作 

卫生防疫 

➢ 疾病监测情况报告（2019年 7 月） 

专项工程 

➢ 积极推进 2019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 积极做好 2020—2022年教育部修购专项申报前期准备工作 

➢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会务服务 

➢ 顺利完成 347场次会务接待工作 

交通服务 

➢ 安全行车 177趟次，合计 19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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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工作 

1. 学校举办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暨食品安全承诺书签订仪式。7月 2日，

2019 年西南财经大学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暨食品安全承诺书签订仪式在弘远

楼 109会议室举行。校长、党委副书记卓志，温江区和青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领导、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生及教师代表、后勤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人

员代表、食堂原材料供货商代表、校内餐饮商户代表等共计 70余人参加会议。

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王新海主持会议。校长卓志和温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邱忠讲话，31家食堂采购供应商代表及 6家校内餐饮经营商户代表商家代

表一起宣读《西南财经大学食品供应安全承诺书》，并签订了食品安全承诺书。

仪式结束后，青羊市场监督管理局光华所所长葛曼进行《食品安全标准与法规

理解及应用》的安全培训。 

2.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学期工作总结会。7月 24日上午，后勤服务总公司

在柳林校区怡然楼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总结本学期工作，安排部署暑期及

下学期有关工作。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部门经理正副职、经理助理、安全专员

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总经理王新海主持，他指出上半年各部门在安

全生产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网格化管理、信息化建设、员工能力提升等

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他要求在暑期及开学前的工作中，要始终绷紧安全弦、

早谋划打好提前量、实干实效促发展。后勤党总支书记杨奇才指出，下半年思

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员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怀及干事创业

的责任心、执行力和创造力，扎实做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认真落实好意

识形态责任制、耐心细致热情做好后勤各项保障服务工作。会上，公司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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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就分管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学期工作总结，并对暑期及下学期相关工作进

行了布置。 

3.后勤组织开展“不忘初心、永葆廉洁”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7月 25

日下午，后勤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部门负责人、财务和物资采购人员等 80

余人前往锦江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在监狱警教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

家一起参观了以“人生之旅、与廉同行”为主题的展板、廉政墙、法纪教育实

物等，讲解员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和实物详细介绍并剖析了近年来全国和我

省发生的典型案例，宣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四川省委全面从严治党和推

进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警示教育大家牢记党纪国法、不触底线红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廉洁。在展馆三楼的会议厅，大家还观看了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片《镜鉴》。此次廉政警示教育现场感强、心灵震撼大、教育效果

好。党总支书记杨奇才在总结中强调，“守纪才有幸福”，要以反面典型为戒，

不断矫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要坚持原则、

守住底线，始终做到清正、廉洁、担当。 

安全工作 

1.召开 2019 年中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7月 24日，后勤服务总公司

召开 2019 年中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部门经理正副

职、经理助理、安全专员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副总经理张谛代表安

委会作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总结，指出下半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重点，要求各部

门保持高度警觉，做好事前防范。总经理王新海充分肯定了上半年安全工作成

效，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重视安全规范，强化责任担当，落实

安全责任，筑牢后勤安全基石。党总支书记杨奇才要求各部门进一步做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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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安全工作，全力维护后勤安全稳定。 

2.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食品卫生安全联合检查。7 月 3 日，校医院、企划部和饮食服务中心对两

校区餐饮摊点和食品销售加工商家进行安全检查。 

消防用电安全联合检查。7 月 8 日，企划部、修缮服务中心和保卫处联合

开展柳林校区消防安全检查。检查组详细查看了各商铺用电线路、配电箱、灭

火器等设施设备运行情况、有无私拉乱接电线和使用违章电器的情况。检查情

况整体良好，个别消防用电安全问题已责令相关商户限期整改。 

暑假前安全专项检查。7月 26日，后勤各部门开展暑假前安全专项检查工

作，对部门管辖范围进行详细巡查，排除安全隐患，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管理和

暑假前检查工作。 

3.各部门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坚持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心加强夏季防汛减灾排

查，坚持每周对部门管理服务区域、办公区域等场所的排水设施、消防设施、

用电安全以及公寓外围有无高空坠物隐患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和处理。积极配合各学院（中心）启用寝室备用钥匙进行寝室安全卫生检查。  

校园管理中心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疏散演练。7月 3日上午，校园管理中

心在光华校区明德楼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预案疏散演练。培训由教室

管理部主管邱君主讲，教室管理部 18 名员工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演练帮助员

工较好地掌握了教学楼突发火灾报警、人员疏散逃生的流程及方法，有效提高

了火灾现场自救、救人等应急处置能力。 

物业管理中心做好夏季防汛防灾工作。针对夏季暴雨等突发情况，中心组

织员工做好巡视检查各教学楼楼顶雨水管网、地下室抽水泵、清理修剪枯枝、

断枝和乔木加固等工作，确保防汛防灾工作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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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 

饮食服务中心：严格按照总公司第二阶段网格化推进要求，细化各网格巡

查标准表格，完成各食堂网格巡查工作明细表，网格化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

推动中心的管理向精准化、精细化、精益化发展。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以公司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为指导，推动网格化管理

工作深入开展，中心网格化管理工作组对学生公寓、洗涤部的网格区域进行仔

细巡查，查找推进网格化工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对设备实施进一步核查，并

做好相应记录，完善和细化《网格巡查明细表》，为网格巡查监督工作提供详

实、有效工具。 

校园管理中心：按照公司要求，积极与公司网格化工作小组保持沟通协调，

进一步梳理、完善了各项基础数据，完成了网格化制度各步骤准备工作。  

物业管理中心：根据总公司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进要求，中心组织管理人员

进行认真学习并进行专题讨论，本月已经基本完成按区域网格内各项工作内

容、标准的拟定；网格员信息表格确认；网格监督巡查标准拟定和修正等各项

工作。  

修缮服务中心：按照总公司网格化管理推进计划，中心完成并细化了部门

网格层级图、网格区域划分、大网格长工作职责、网格巡查表、网格员信息一

览表等基层网格管理建设；对校园路灯、喷泉、增压泵等网格区域开展了网格

化管理，相关员工积极性较高。其余网格区域，如电力运行部分，实行了定职、

定责、定区域。 

接待中心：结合员工实际工作情况、个人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积极推荐员

工加入总公司网格化安全质量巡查监督小组专家库，持续推进网格化管理工

作。配合总公司网格化领导小组工作，做好网格化管理工作阶段性工作总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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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提前谋划部门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进运行机制。 

校医院：深入贯彻落实总公司《关于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的方案》的精神

要求，按照前期工作标准和工作职责，结合各职能部门工作实际，医院网格化

管理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召开网格化管理推进工作总结会，听取网格化管理意

见和建议，不断解决和完善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为 8月全面深入运行做好

充足准备。 

幼儿园: 根据公司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的方案》工作进

度，幼儿园完成了网格员信息一览表，网格化管理工作有序深入开展。  

培训工作 

1.人力资源部开展员工社保管理工作培训。6月，人力资源部按照公司网

格化管理工作思路，以国家社保管理有关法律法规为根本遵循，结合后勤社会

化改革以来公司社保管理累积起的工作经验，编印了《后勤服务总公司企业机

制员工社会保险工作手册》。7 月 5 日上午，人力资源部在柳林校区总公司大

会议室召开了人事经办人员工作会，对《员工社会保险工作手册》进行了专题

培训，部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人员邓红萍从新员工办理社保、离职员工停办社

保、养老保险、医疗（大病）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医疗保险等方面进行讲解，

特别是对办理条件及时限、办理流程及所需资料、相关注意事项着重进行介绍，

并针对部门在员工社保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了答疑。 

饮食服务 

1.持续开展时令美食活动。一是两校区各食堂餐厅开展“小暑”24节气系

列美食活动，创新菜品并优化窗口菜品供应，各食堂相继推出了“小暑”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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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师生欢迎；二是做好中秋美食及定制月饼方案的策划和前期准备工作，讨

论并征集中秋节手工月饼制作意见，做好中秋节活动方案的策划和相关准备工

作。 

2.推进柳林校区各食堂燃气管道的改造。中心持续推进柳林校区各食堂燃

气管道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反复与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商议改造方案；二是

将柳林校区各食堂燃气管道改造项目计划及相关资料递交至总公司，进一步落

实柳林校区各食堂燃气管道的改造方案；三是拟定食堂燃气改造的合同，并做

好相关对接跟进工作。 

3.继续推进劳动课堂建设工作。根据学校相关工作安排，本月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推进劳动课堂建设：一是召开劳动教育推进专项会议，与通识学院讨

论并完善劳动教育课的实施方案；二是落实课程实施方案，拟定课堂各项流程

制度，做好劳动教育课堂基地的装修、设备采购及老师聘请工作；三是继续推

进劳动教育课堂实施项目，完善设计图纸，进一步确认劳动教育课堂设备；四

是完成劳动教育课堂设备的技术参数及招标准备工作。 

公寓管理 

1.切实做好公寓安生卫生管理及服务工作。认真做好学生暑期离校、留校

登记，对空寝室断电、贴封条，加大公寓巡查力度，严格执行学生进出公寓刷

卡和会客、晚归及带大件物品进出公寓登记，全月上报晚归学生3016人次，巡

查过程中发现同学钥匙插在门上以及离寝未关门情况168起，学生借寝室备用

钥匙268人次；认真做好公寓设备设施检查、报修、维护及公寓公共区域、自

习室卫生打扫，为同学们营造安全有序的公寓环境。 

2.完成 2018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1086 人的搬迁工作。为搬迁同学配发编织

袋，密切加强与学院（中心）的协作，根据学院（中心）确定的具体搬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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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人数合理协调搬迁车辆，定人、定车负责搬迁现场上车、下车秩序维护，

搬迁工作自 7月 2日开始，7月 26日全部学生搬迁到位，共安排搬迁车辆 100

余辆。 

3.组织开展“崇劳爱寝、文明离校”等系列毕业主题教育活动。6 月 10

日至 7月 2日，后勤服务总公司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了“崇劳爱寝、文

明离校”、“最美寓见”等系列毕业主题教育活动。在“崇劳爱寝、文明离校”

活动中，倡议毕业生认真做好最后一次寝室卫生，文明离校，将优秀风范呈现

给了即将入住的学弟学妹；在“最美寓见，不说再见”活动中，毕业生在五谷

堂门前驻足“打卡”、留言，定格青春岁月，截止 7 月 2 日，共收到信件 230

余封；在“公寓有约，真情相送”活动中，113 名毕业男生组成了一支志愿者

队伍，义务搬运行李千余次。此外，后勤还特别在学生公寓大厅设置了“清凉

驿站”，为在酷暑中搬运行李的毕业生提供饮用水、清凉油、解暑药品、电风

扇、板凳等物品，为他们带去清凉、送上温暖。 

4.完成经济与管理优秀大学生学术夏令营住宿服务工作。7月 4 日至 7月

20日，共接待安排了 600余名夏令营学员住宿。 

5.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一是试点垃圾分类投放。联合参与社会实

践的同学志愿者在校内进行垃圾分类问卷调查、开展公寓实地调研，于 7月初

在首个试点园区——竹园设置专业垃圾分类垃圾桶，正式实行垃圾分类投放，

进一步提高学生环保意识，优化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切实推进学校生活文

明建设；二是在公寓宣传栏张贴海报、公寓学生微信群内推送《“听妈妈”的

话》主题系列之“小暑”、“大暑”节气内容，普及二十四节气知识，弘扬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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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 

1.完成毕业生生活垃圾清运工作。为确保学生公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根据毕业生离校日程安排，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组织保洁人员对毕业生寝室的垃

圾及时进行清理，物业管理中心联系垃圾清运公司，积极做好毕业生生活垃圾

清运工作，共计清运寝室 2000余间， 生活垃圾 300余吨。 

2.启用通博楼自习室预约系统。为充分利用教室资源，规范通博楼教室区

4 楼、5 楼自习室使用秩序，制定《通博楼自习室预约管理规定》(试行)，发

布《自习室预约系统操作手册》，并于 07月 29日启用了自习室预约系统。统

启用后，通博楼 4、5楼自习室的预约、管理和使用，将全部通过该系统完成，

进一步提升了教室资源利用效率。 

3.做好锅炉低氮改造、空气源热泵改造和净水器、开水器采购前期招标资

料拟定工作。 

4.顺利完成华榕二舍研究生公寓开荒保洁及绿化美化、外围环境整治工

作。为确保 1200余名 2018级专业硕士研究生顺利入住华榕二舍，校园管理中

心紧急抽调人员、安排部署任务，从 6 月 26 日起经过一周的忙碌奋战，顺利

完成了华榕二舍研究生公寓的开荒保洁及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任务。中心对华

榕二舍 200多间寝室以及近 5000平方米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打扫及卫生收尾，

对相辉路进行了建渣清理及清扫冲洗，完成华榕二舍各单元入口花箱设置、箱

内三角梅栽种和寝室共计 750盆绿植盆栽摆放工作。 

5.做好学校重要活动卫生清洁保障工作。为迎接 7 月 16 日建行总行领导

对建行学院教学开展情况的检查，中心在 7 月 15 日接到任务通知后迅速组织

人员加强育才园、电教楼等建行学院教学、办公区域进行清洁保障工作，完成

擦玻璃、教室及卫生间保洁、公区地面清洗等工作，并加强了重点区域的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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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卫生防疫 

西南财经大学医院疾病监测情况报告 

一、发病概况 

根据我校两校区疾病监测点报告数据统计，2019年 7月我校两校区门诊就

诊人数共 2676 人，发热病人数 62 人，腹泻病人数 58 人，传染病水痘 1 例，

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经院内自查无漏报、迟报现象。 

1、两校区疾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7月 1330 3 6 0 1339 7月 1225 59 52 1 1337 

2、两校区传染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0 0 0 0 0 1 0 0 0 1 

二、疾病监测分析 

1.本月门诊人数较上月较同期均下降，发热病人数较上月下降与同期持

平，腹泻病人数较上月较同期均下降，原因可能为暑假放假所致。 

2.本月报告传染病水痘 1例，患者住院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

观察及寝室的消毒处理。 

三、工作建议及要求 

1.夏季是肠道疾病的多发季节，校医院临床科室应加强肠道疾病的诊治，

做好各项登记，发现有疑似传染病的，应及时报告，并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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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医院提醒各位同学注意饮食卫生，忌食生冷食物，避免消化道疾病的

发生。 

3.校医院应加强食品卫生监督，临床科室加强疾病诊治，做好各项登记，

发现有疑似传染病的，应及时报告，并隔离治疗。 

专项工程 

➢ 积极推进 2019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光华校区华榕二舍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竣工结算资料编制整理完成，报

送审计处进行结算审计。 

➢ 扎实推进 2020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前期准备工作 

1.7 月 26日完成光华校区南大门、人行道、绿化美化改造项目设计单位谈

判，进入合同签订实施阶段。 

2.完成光华校区一食堂维修改造工程设计采购设计任务书编写，由基建维

修招标办公室于 7月 31日挂网公招，计划 9月 3日开标。 

➢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1.完成光华校区法学院学术报告厅防水改造。 

2.完成光华校区干训楼维修改造工程。 

3.完成光华校区金沙综合楼外侧楼梯改造工程。 

4.完成光华校区教工宿舍 13 栋 1 单元 2 号房间及 2 单元 1 号房间维修改

造工程。 

5.光华校区法学院报告厅改造工程：已完成吊顶及窗更换，将进行乳胶漆

粉刷。 

6.光华校区 3号站至住友苑电缆敷设工程：正在挖电缆沟，接下来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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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敷设。 

7.毕业生寝室维修工程：按照进度开展水电、门锁、乳胶漆等项目施工。 

8.腾骧楼 6楼党办学习室装修工程：已完成吊顶和灯具安装，将进行乳胶

漆粉刷、补漏水。 

9.腾骧楼 3楼组织人事部会议室装修工程：已完成吊顶，将进行地板安装、

乳胶漆粉刷等。 

10.三味堂 3楼食训基地装修工程：于 7月 24日进场施工。 

11.部分公寓大门排水沟翻修工程：已完成信园大门排水沟翻修。 

12.怡然服务楼北端公共卫生间改造工程：已完成洁具安装，将贴门槛石。 

13.榕园清洁房修建工程：正在搭建清洁房。 

14.西财海峡新城幼儿园维修改造工程：按计划进场施工。 

会议服务 

柳林校区 光华校区 

会议规模 场次 

其中 

会议规模 场次 

其中 

白天 晚间 
周六

周日 
白天 晚间 

周六

周日 

小型会议 99 91 0 8 小型会议 31 0 1 10 

中型会议 56 43 8 5 中型会议 68 0 7 7 

大型会议 93 69 9 15 大型会议 0 0 0 0 

特大型会议 0 0 0 0 特大型会议 0 0 0 0 

小  计 248 203 17 28 小  计 99 0 8 17 

两校区会议场次合计 347 

备注：小型会议不超过 60 人，中型会议 60--150 人，大型 150--1000 人，特大型会议

1000人以上；会议时间在 2小时以上，4小时以内计算为 1场次，2小时以内计算为 0.5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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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务 

总公里数 出车趟次 维修工时 安全事故 

19000公里 177趟次 295 0 

工作简讯 

1.完成期末考试后勤保障工作。 

2.做好学工部招生咨询现场卫生保障工作。 

3.做好大学生生劳动教育实践相关工作。 

4.做好学生暑校留校登记工作和在校师生用餐保障工作，多渠道发布《后

勤暑假服务信息》。 

5.做好新生报到和学生军训、体检等后勤保障准备工作。 

6.做好出国留学预备学院新生开学前教室资源协调安排工作。 

7.有序开展教职工健康体检工作。 

8.完成离退休处随队医疗服务工作。 

9.做好西部商学院、保险学院、建行学院等住宿接待工作。 

10.完成住友苑中央空调清洗工作。 

 

 

 

 

                                                                                           

呈：校领导 

报：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宣传统战部 

发：总公司各部门 


